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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大家 
公共衛生協會（Public Health Collaboration）是一個非盈利組織，致力於宣傳和執行有

關健康的資訊，我很驕傲能夠向您介紹英國民眾的健康飲食指南和減肥的建議。 

這份報告將我們的創辦人員和顧問委員幾十年以來治療數千名患者而累積下來的經驗清

楚，簡要地告知大家。我深深感激他們為了這份報告付出的辛勞。  

也特別感謝我們的贊助人和會員，因為沒有他們的支持，這份報告和 PHC 協會本身是不可

能實現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關 PHC 的事情請上我們的網站 www.PHCuk.org，您還可以考慮

捐贈給我們的協會以共同追求我們的目標。 

這份報告使我們能夠告知健康的資訊，但我們的使命還包括實現健康行為。我們的許多創

辦成員在所謂的真正食物診所（real food clinics）使用本報告中的建議衛教他們的病人。

如果你是醫療專業人員，想使用我們的飲食指引，那麼我建議你通過我們的網站與我們聯繫，

以便我們可以幫助你實現患者健康的管理。 

最後，這份報告的目的不只是要引起大家對目前政府的健康飲食和減肥建議關注，但也提

供切實可行的科學解決方案，幫助我們獲得並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極大地改善公眾健

康。 

以最好的祝願， 

塞繆爾·費爾特姆 

（Samuel Feltham） 

公共衛生協會主任 

 

 

 

 

 

 

 

 

 

 



 

 

顧問委員會委員 
 
Dr.Trudi Deakin – 營養師  
 
Trudi is Chief Executive of the registered charity X-PERT Health, 
which specialises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audit of structured education for the 
public 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Trudi’s first degree in 
1993 was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followed by a teaching 
qualification in 1998 and a doctorate in diabetes in 2004. 

 

 

Dr.AseemMalhotra – 心臟專科醫師  
 
When he is not working as a doctor in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seemMalhotra reigns supreme in his fight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health benefits of a sugar-free diet, 
maintaining that sugar deserves its reputation as "Public 
Health Enemy Number 1". His no-holds-barred approach to 
challenging common health beliefs is proving highly effective 
in getting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social authorit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sit up and take notice. 

Dr. Tamsin Lewis – 心理醫生  
 
Dr. Tamsin Lewis is a one of the top ranked Ironman 70.3 
athletes in the world and races as a professional triathlete. 
Tamsin studied Medicine & Surgery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and also has a Bachelor of Science degree in NeuroScience 
and Anatomy. Post graduation she worked as hospital doctor 
in Medicine and Anaesthetics for two years before pursuing a 
post-graduate 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qualification.  



 

 

 

Dr.Rangan Chatterjee – 全科醫生  
 
Dr. Chatterjee works as an NHS GP in Oldham where he looks 
after deprived and socially isolated patients. He has a specific 
interest in trying to treat people without necessarily resorting 
to drugs and tries to get the message out that significant, 
non-medicinal lifestyle changes can dramatically improve your 
health. Recently he has featured in the BBC One programme 
"Doctor in the House" where he helped families improve their 
health through real food and smart exercise. 

Dr. Jen Unwin – 臨床心理學家  
 
Dr. Jen Unwin has worked in the NHS for nearly 30 years and 
over this time has been interested in how it is that people can 
cope and even thrive with long-term health challenges. She 
believes that patients who are able to maintain their 
hopefulness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in the face of illness 
have better quality of life, experience fewer symptoms, take 
less medication, consult less and even live longer. Dr.Unwin is 
the chair of the UK Association for Solution Focused Practice. 

 

 

Dr. AyanPanja – 全科醫生  
A career GP, Dr.Panja has been a doctor for 17 years having 
qualified from the Imperial College School of Medicine. He is a 
partner in a busy city centre NHS surgery and is interested in 
the prevention of illness and disease. He also presents Health 
Check, a round up of global health stories on BBC News and 
BBC World News and is a clinical assurance adviser for NHS 
Choices. His passion is to improv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health face to face or via media. 

Dr. Katharine Morrison – 全科醫生  
 
Dr. Morrison is a senior practising GP and a senior partner in a 
medical practice in Ayrshire. Her son was diagnosed with type 
1 diabetes 10 years ago, and since then she has worked 
extensively with people living with both type 1 and type 2 
diabetes for 12 years. She is also the co-author of two 
important papers explaining the improvements in metabolic 
results, weight and glycaemic control for low carbohydrate  



 

 

diets in metabolic syndrome and diabetes. 

 

Dr. David Unwin – 全科醫生  
A GP based in Southport, Dr. Unwin is the RCGP National 
Champion for Collaborative Care and Support Planning in 
Obesity & Diabetes, as well as a Clinical Expert in diabetes. In 
2016 he won the NHS Innovator of the Year Award. He has 
published his work in Practical Diabetes, Diabesity in Practice 
and in the BMJ. 

Dr. Joanne McCormack – 全科醫生  
 
Dr. McCormack has been a GP for 24 years and was a GP 
partner in Warrington up until April 2015. She was also a GP 
Trainer, and now works as a sessional GP in two training 
practices as well as the Named GP for Safeguarding Children 
for an area of 300,000 peopl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at she 
has been a doctor she has seen the incidence of diabetes go 
up five fold in her town,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echoed 
nationally. 

 

 

Dr. KailashChand OBE – 全科醫生  
 
Dr. Chand OBE is the first Asian deputy chair of the BMA and is 
also, Chair of Health watch Tameside and formerly PCT Chair 
of Tameside and Glossop, after working as a GP since 1983. He 
has been a BMA activist and NHS, and public health 
campaigner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and has served on 
various BMA committees including: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working group (2006 to present),General Practitioners 
Committee (1999 to 2009),Vice chair: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ttee (2007 to 2009). 



 

 

Dr. Ian Lake – 全科醫生  
 
A GP in Cheltenham, Dr. Lake has had a long term interest in 
preventive medicine. After seeing the lack of dietary advice in 
the NHS he set up a weight management research project in 
primary care. It produced results comparable with all of the 
best current commercial providers, and won the GP Awards 
Clinical Team of the Year, Nutrition award in 2012. Dr. Lake 
was also involved in getting cycling on prescription 
commissioned in his local area. 
 
 
 
 
 
 
 
 
 
 
 
 
 
 
 
 
 
 
 
 
 
 
 
 
 
 
 

 



 

 

前言 

英國食品標準局（FSA）於 1994 年出版了第一套英國的官方健康飲食指南，被稱為健

康身體的平衡[1]。2007 年，這些準則進行了修訂後公共衛生英格蘭（PHE）以“健康飲食

餐盤”再次推出[2]。最後，在 2016 年 3 月 PHE 發表了最新一組飲食指導方針，被稱為

健康飲食指南[3]。 

英國的肥胖盛行率為 25％，在歐洲算最高的國家之一[4]。患有第 2 型糖尿病的人數

已經比 1996 年增加了一倍多[5]。這兩種狀況讓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HS）一年花費£160
億，國家經濟一年損失£470 億[6]。這些令人擔憂的統計數字顯示英國民眾的生活方式有

問題。根據公共衛生英格蘭(PHE)和英國食品標準局(FSA) 在 2014 年公佈的最新國家飲食

與營養調查,一般而言英國成年人都有遵循健康飲食指南。事實上英國成年人平均吃 383 卡

路里少於每日建議量而且吃的總脂肪剛好低於建議的 35％[7]。這看似矛盾的遵循健康飲

食指南但有可怕的衛生統計情況代表英國的民眾被要求遵循的指引本身就有問題。 

目前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HS）的減肥建議是根據國家健康和保健研究院（NICE）的指

南[8]。這些指南推薦“每天少吃 600 卡路里（即，飲食含有 600 卡路里少於個人需要保

持相同體重），或通過降低脂肪含量（低脂肪飲食）減少熱量，在加上專家支持和密切的追

蹤”這些指導方針於 2006 年成立之後就未被全面更新，儘管越來越多的隨機取樣對照實

驗(營養科學最可靠的研究模式)證據表示其他飲食改變方式對減肥和整體健康狀況都比較

有效。 

在這份報告中，公共衛生協會將說明英國當前健康飲食指引和減肥建議的問題，並提

供有最新科學證據支持的解決方案。 

健康飲食指南（Healthy eating guidelines） 
目前英國的健康飲食指南叫做 "The Eatwell Guide"，其摘要如下： 
1. 每天至少吃 5 份多種水果和蔬菜。 
2.主食為馬鈴薯，麵包，米飯，麵食或其他澱粉類碳水化合物;可能的話選擇全麥的 
3.吃一些奶製品或奶製品替代品（如大豆飲品）;選擇低脂肪，低糖的 
4.吃一些豆類，魚，蛋，肉等蛋白質（包括每週 2 份魚，其中之一份應該是油性魚） 
5.選擇不飽和烹調油和塗麵包的油並少量食用 
6.每天喝 6-8 杯水 
7.如果食用高脂肪，高鹽和高糖的食物和飲料，吃少量而且不要經常吃／喝。 
 除了這七點之外，建議果汁或飲料每天不要超過 150 毫升。然而，在另一章節寫到，這些飲料

算一分水果，儘管它們是肥胖和 2 型糖尿病的主因[9] 。照這些健康飲食指南吃的話很可能每

餐將包含高升糖指數(glycaemic index) 以及高升糖負荷(glycaemic load) 的食物。高升糖

指數和高升糖負荷食物都是肥胖和 2 型糖尿病的主因[10] 。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健康飲

食指南所推薦的加工油和塗麵包的油不見得比天然的脂肪，如黃油或酥油更安全，並可能嚴重

危害公眾健康 [11] [12] 。 



 

 

在 2014 年公佈的最新國家飲食與營養調查顯示一般而言英國民眾都有遵循健康飲食指

南，英國成年人平均吃 383 卡路里少於每日建議量而且吃的總脂肪剛好低於建議的 35％

[7]。水果和蔬菜的部分是每天 4 份，而不是所建議的每天 5 份，成年人在英國每天吃 71

克紅肉，這是只有 1 克超過建議的每天 70 克。本調查表明，英國民眾吃超過推薦量的兩個

項目是添加糖和飽和脂肪。然而，每種只超過約 1.5％是根據當前的建議，並不完全反映

最新的科學證據。 

 可以說，當前的健康飲食指南已導致 25％的成年人肥胖，第 2 型糖尿病盛行率在 20

年翻一倍，35％罹患糖尿病前期和 20％患早期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13] [14]。 

目前英國民眾不健康的狀態通過 NHS 的成本上升顯著地影響國家經濟。據預測，2030 年肥

胖對 NHS 的成本將增加一倍，即每年 120 億英鎊，第 2 型糖尿病已經每年花費 NHS100 億英鎊

[6]。這是不包含因身體欠佳以及無法工作造成的經濟損失，目前每年損失 470 億英鎊。而此

時在 NHS 節省錢是對其生存最重要的時間，我們必須考慮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案以節省醫療費用

以及改善國人的健康，尤其目前的做法看似在這兩個目標都是失敗的。 

考慮到這一切後，有關於目前健康飲食指南，公共衛協會關注的有三個部份： 

1.因為飽和脂肪含量而避免某些食物。 

2.不超過 35％的每日總脂肪攝取量。 

3.碳水化合物的質量和數量。 

 

 

 

 

 

 

 

 

 

 

 

 

 

 

 

 

 

 

 

 

 

 

 

 



 

 

 

 

關注點（1）因為飽和脂肪含量而避免某些食物 
在 NHS 網站建議，民眾應該“選擇低脂牛奶和奶製品。”[15]這是基於全脂乳製品中含有較高

的飽和脂肪而且成人健康乳品選擇章節寫到“飽和脂肪含量高的飲食可導致血液中的膽固醇濃

度升高，這可能讓你心臟病發作或中風的風險增加”。在 NHS 網站的 "你的飲食中的肉"章節

指出，“有些肉類是富含脂肪，尤其是飽和脂肪，吃大量的飽和脂肪可能導致血液中膽固醇濃

度升高，並具有高膽固醇增加心臟疾病的風險"。[16]這兩項建議最後更新於 2015 年而 2017

年會再更新。  
然而，在此之前許多分析已經發現，飽和脂肪不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 2010 年 3 月由哈佛

公共衛生大學發表在美國臨床營養學雜誌的分析追蹤了 347747 人時間長達 5-23 年，結論是

“飽和脂肪的攝取量與冠狀動脈心臟病，中風，或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加沒有相關性。" [17] 

繼在 2012 年 7 月發表在歐洲營養學雜誌的研究結論是“觀察性證據（observational 

evidence）不支持乳脂肪或高脂肪奶製品導致肥胖或心臟代謝疾病風險的假說，並顯示典型的

高脂肪乳製品攝取模式與肥胖症風險成反比。"[18] 

最後，在 2014 年 3 月英國劍橋大學發表在內科醫學年鑑雜誌的分析觀察 643226 人的結論是

“目前的證據並沒有明確支持心血管指引所建議的多攝取多元不飽和脂肪酸而少吃飽和脂肪酸

"。[19] 

其實 NHS 選擇肉的建議最後更新後一個月在 2015 年 8 月英國醫學雜誌(BMJ)刊登了一篇分析追

蹤人數高達 339090，總結就是“飽和脂肪與所有原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冠心病，缺血性中

風或第 2 型糖尿病沒有相關性"[20]。 

十多年以前在 2003 年 7 月出版的英國醫學雜誌裡哈佛公共衛生學校的分析追蹤了 43732 個男

性時間超過 14 年，並得出結論：“這些發現不支持總脂肪，膽固醇，或特定類型的脂肪攝取

量與男性中風的風險之間的相關性。" [21] 

 

建議降低脂肪攝取量特別是飽和脂肪，此建議的最令人擔憂的方面是 2015 年 2 月發表在

OpenHeart 的分析，該分析看 1983 年營養學的證據，結論是“1983 年針對 2 億 2 千萬美國人

和 5 千 6 百萬英國人公布飲食建議時並沒有隨機對照實驗證據支持。"[22] 

  

現在回想起來，降低總脂肪和飽和脂肪攝取量的建議從來沒有任何有力的證據，並在 30 年來

英國民眾的健康狀況持續惡化代表了這樣的建議可能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儘管是用心良苦。如

果過去的 30 年建議英國民眾吃自然形態的食物，而不是加工過的低脂食物那麼很可能不會有

如此高的肥胖症，第 2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發生率，也不會有相關的社會和經濟代價。 

  
根據這些科學證據，公共衛生協會建議，英國民眾不要因飽和脂肪含量高而避免某種食物，而

注重攝取天然形式的食物，儘管飽和脂肪含量很高。 

 

 

 

 

 



 

 

關注點（2）不超過 35％的每日總脂肪攝取量 
 
英國的總脂肪攝取量上限為總熱量的 35％，這幾乎是與國家飲食和營養調查的 34.6％相同

的。然而，英國是正在流行肥胖和第 2 型糖尿病。有了這樣一個明顯的悖論，我們可以合情合

理地問，為何飲食指引把總脂肪攝取量設定在不超過 35％？NHS 網站上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但

在 "脂肪的事實"頁的第一句話說：“你的飲食含太多的脂肪，尤其是飽和脂肪，可能提高你

的血清膽固醇濃度，從而增加心臟病風險。” [23] 這種說法是沒有任何科學文獻支持並與我

們的第一個關注點所提出的證據起強烈矛盾。同樣在 "脂肪的事實"頁的外部網頁鏈接它引用

到由英國飲食協會（BDA）的簡介：“我們的飲食都需要一些脂肪，但吃太多的任何一種脂

肪，使我們更容易過重。" [24]同樣地該聲明也沒有科學文獻支持。  

 

有關於吃超過 35％的脂肪,國民保健服務(NHS)和英國飲食協會(BDA)的主要關注點是心臟病和

超重的風險可能會增加。然而 2016 年 2 月在英國營養學雜誌發表的分析結果是：“實驗時間 6

個月至 2 年後，相較與低脂肪飲食，用低碳水化合物飲食的受試者有顯著更多的體重減輕，三

酸甘油脂降低更多而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增加更多”。因此，根據最新科學文獻，食用低碳水

化合物飲食，其含有遠大於 35％的總脂肪攝取量，比健康飲食指南建議的具有小於 35％脂肪

的飲食能更有效地減重和降低心臟病風險 [25]。 

限制總脂肪攝取量變得如此缺乏說服力，美國健康和人類服務部和農業部的最新飲食指南已經

把他們的總脂肪 30％上限完全消除了，現在不再放置任何總脂肪攝取量限制[26]。然而，像我

們的第一關注點所寫的，從來沒有任何有力的證據支持過限制總脂肪攝取量的建議[22]。  
依據這個科學證據公共衛生協會建議，英國放棄“脂肪攝取量不超過總熱量的 35％”此上限。

相反，應該把焦點放在自然形態食物對健康的好處，不管它有含多少脂肪。 

 
 
 
 
 
 
 
 
 
 
 
 
 
 
 
 
 
 



 

 

關注點（3）碳水化合物的質量和數量 
良好的血糖管理是在保持身體健康方面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第 2 型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

人數每年在迅速遞增的英國。肥胖者往往也有胰島素阻抗期限，這意味著胰島素對他們的組織

不起作用。胰島素是把葡萄糖從血液輸送到組織裡的激素。這導致血糖濃度上升，從而胰藏分

泌更多的胰島素。然而，高胰島素濃度促進脂肪的儲存，特別是在內藏裡頭，這會導致第 2 型

糖尿病。胰島素阻抗和胰島素分泌不良代表血糖控制不好。胰島素阻抗也會增加非酒精性脂肪

肝，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心臟病，癌症和阿滋海默氏病發生的風險[27] [28] [29] [30] [31] 

[32]。 

鑑於上述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超重人群如英國，吃促進胰島素分泌的食物可能會增加

胰島素阻抗的風險，並加速第 2 型糖尿病的發生。然而，建議每餐多吃碳水化合物確是做到了

這一點。碳水化合物可以在天然形態的食物中發現，例如水果，飯，馬鈴薯，或被人工添加，

例如在精製穀物，巧克力棒和加糖優格。另一方面，不會迅速增加血糖濃度的飲食，並且不提

供過多的碳水化合物將有助於減少胰島素阻抗的風險，並且可能會改善胰島素阻抗。這可以用

升糖指數(glycaemic index)低的飲食做到，這已被證明可以降低第 2 型糖尿病的風險[33]。 

升糖指數（GI）是，相較於純葡萄糖，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會增加你的血糖濃度到達的程

度。純葡萄糖的 GI 為 100。大於 70 算高，55-69 是中等而低於 55 是低 GI。各種富含碳水化

合物的食物影響血糖的程度極大不同。玉米片的 GI 為 93，烤馬鈴薯的 GI 是 82 而一個蘋果的

GI 為 39[34]。推薦高 GI 食物，像目前健康飲食指南(Eatwell Guide)建議民眾多吃“馬鈴

薯，麵包，米飯，麵食或其他富含澱粉的碳水化合物”是不合邏輯，而且對制止不斷增加中的

肥胖和第 2 型糖尿病會有反效果。雖然升糖指數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它也有缺點。這可以用碳

水化合物密度來解釋。 

碳水化合物密度（CD）是每 100 克食物裡含有的碳水化合物，這在每個營養標籤或超市網

站上可查得到因此很容易實現。如果每 100 克的食物具有 25 克碳水化合物該食物的 CD 為 25

％，如果每 100 克食物含有 5 克碳水化合物該食物的 CD 是 5％。天然形式的食物它們的 CD 很

少會超過 25％[35]，同樣的傳統的打獵- 採集者的平均碳水化合物攝取量是 22％[36]。碳水

化合物密度也與升糖負荷（GL）有良好的相關性，其校正了 GI 的不足，即碳水化合物的攝取

量。 

 

 

 

 

 

 

 

 

 

 

 

 

 



 

 

以下是健康飲食指南早餐的 GL 和 CD 與 PHC 推薦早餐的 GL 和 CD 之間的比較： 
 

健康飲食指南早餐  升糖負荷(GL)  碳水化合物密度（CD) 

橙汁(160ml) 7 10 

全麥餅乾(44g) 22.5 69 

半脫脂奶(150ml) 2.4 4.8 

全麥吐司(35g) 9.4 39 

低脂塗麵包的油(5g) 0 2.8 

橘子醬(5g) 1.4 67 

紅茶 (160ml) 與 
半脫脂奶(30ml) 

0.5 4.8 

總 GL 43.2 N/A 

PHC 早餐  升糖負荷(GL)  碳水化合物密度（CD) 

2 顆蛋 0 0 

2 片培根 0 0 

番茄 (100g) 0.54 3.6 

咖啡 (160ml) 與 
全脂牛奶(30ml) 

0.4 4.7 

總 GL 0.94 N/A 
 
 
 

顯然相較於 PHC 推薦早餐，健康飲食指南(Eatwell Guide)推薦早餐的碳水化合物密度高很

多而且升糖負荷高 46 倍。這個顯著的差別將血糖顯著提升更多而且維持更長時間，這會增加

第 2 型糖尿病和肥胖的風險[37] [10]。更穩定的血糖和血清胰島素濃度不是吃碳水化合物密度

較低的食物的唯一的好處。它也比類似健康飲食指南推薦的低脂肪飲食更顯著減少飢餓感[38] 
[39]，部份因為降低胰島素濃度的關係[37] [40]。 

像健康飲食指南，每餐推薦高 GL 和高 CD 的食物，可能會加重長期血液胰島素濃度升高

的情形，因此，遵循目前的健康飲食指南後第 2 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發生率會增加並不奇怪。

因此不應該建議可能是此兩種疾病的致病因素（食物），這是因為限制碳水化合物已被證明是

用於控制和甚至逆轉第 2 型糖尿病的特別有效的方法 [41]。國家健康和保健研究院(NICE) 已經

建議個體化第 2 型糖尿病人的碳水化合物攝取量;我們建議把這種做法擴展到英國的全部民眾以

改善公眾健康[42]。 



 

 

依據以上科學證據，公共衛生協會表明英國民眾應該避免高碳水化合物密度食物，

以專注於食用碳水化合物密度小於 25％的飲食，因為此組成通常是以自然形態存在。  



 

 

 



 

 

原始人的飲食為不同比例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質構成的真實食物。他們很少或根本

沒有肥胖，第二型糖尿病或心臟病[43]。世界各地所有原始生活方式有兩個共同因素：吃真實

的食物和每天都很活躍。吃真正食物的生活方式可以按照個人狀況靈活地食用真實的食物，而

目前官方的建議為所有的人都只有一種方法。吃真正食物的生活方式特別貼切，因為英國是一

個多種族的社會，不同的種族有不同的飲食需求，以及不同的飲食文化。 

因此，我們建議把健康飲食指南的焦點從最大食用量切換到必需營養物質的最少攝取量而

沒有上限。這種方法可以確保每個人都攝取必需營養素的最低需求量，然後允許個別的靈活

性，圖中由正負標誌表示，通過真正的食物來維持個人身體健康。其實在 1950 年英國醫學會

首次發布的飲食指引與此類似，並建議脂肪攝入量應提供每日熱量的 25％以上，無上限[44]。 

對人類來說脂肪和蛋白質是兩個維持健康的必須營養素，因為它們提供人體不能自行製造

的脂肪酸和氨基酸。這些營養素對健康至關重要因為吸收某些維生素時需要它們而且身體需要

它們才能正常運作。三大營養素當中碳水化合物不是維持人類健康必需要的營養素，但是只要

一個人的脂肪和蛋白質攝取達到最少必須量的話，碳水化合物算是健康飲食的一部分[45]。 
蛋白質最少攝取量應設置比當前的每天每公斤 0.75 克[46]略高，以每天每公斤 1 克計算。

這個數字是基於增加蛋白質的攝取量對降低食慾的影響，以及它的易用性[47]。在實踐中這種

情況的一個例子是，體重 64 公斤的成人應每天至少要吃 64 克蛋白質。這個量可以通過每天吃

50 克的生杏仁，鯖魚 100 克，雞肉 100 克（含皮）而達到。食品的蛋白質含量可在大多數食

品標籤上或在超市的網站找得到。此外，人們必須吃完整的蛋白質，其主要來自動物性食物。 
每日最低脂肪攝取量男性應大於 40 克而女性大於 30 克，無上限。這些數字是根據聯合國

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建議的成年人每日最少脂肪攝取量不低於總熱量的 15％[48]。以
上所列的生杏仁 50 克，鯖魚 100 克，雞肉 100 克（含皮）也可達到最低脂肪攝取量。食品的

脂肪含量也可在大多數食品標籤上或在超市的網站上查得到。還必須注意的是，歐米加 3 脂肪

酸和歐米加 6 脂肪酸攝取量應該接近等量。由於大多數人都是歐米加 3 不足，建議一個星期至

少吃兩次歐米加 3 含量高的，同時也是低汞食物，如鯖魚，鮭魚和沙丁魚[49]。孕婦和哺乳期

婦女不宜超過每週兩份的低汞魚類。 
 

 

 

 

 

 

 

 

 

 

 

 

 

 



 

 

以下是日常食品的例子表，這些符合每日最低脂肪和蛋白質攝取量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

它是一天三餐中一餐的最低需要量： 

 

食物 
油炸 
肝 鮭魚牛排 烤羊肉 煎雞蛋 切達奶酪 核桃 鯖魚 

脂肪 
(女性>30 克,
男性>40 克) 

77 克 (女) 
 

103 克 
(男) 

64 克 (女) 
 

85 克 (男) 

37 克 (女) 
 

50 克 (男) 

64 克 (女) 
(1 大) 

 
85 克 (男) 
(1.5 大) 

29 克 (女) 
 

38 克 (男) 

15 克 (女) 
 

19 克 (男) 

30 克 (女) 
 

40 克 (男) 

蛋白質 
(每公斤體重 1

克 *) 
70 克 86 克 73 克 144 克 

(2 大) 83 克 144 克 90 克 

 
 
* 以 64 公斤成人計算 
 

吃真正食物的生活方式還建議碳水化合物的來源應當從碳水化合物密度（CD）小於 25％的

真實食物，因為這是食物通常在其天然形式中的組成。 CD 是每 100 克裡含有的碳水化合物以

公克顯示，此在每個營養標籤或超市網站上找得到故很容易實現。 

以下是 10 種常見蔬果的碳水化合物密度表： 

食物 菠菜 西葫蘆 青椒 西蘭花 花椰菜 

碳水化合物  
密度(%) 1.5 2 2.5 3 3.5 

食物 番茄 草莓 柳橙 蘋果 馬鈴薯 

碳水化合物  
密度(%) 3.5 6 8.5 12 15 

 
 

人類的必需微量營養素包括維生素 A，B6，B12，C，D，E，K，硫胺素，核黃素，菸

酸，葉酸，生物素和泛酸和礦物質－鈣，磷，鎂，鈉，鉀，氯，鐵，鋅，銅，硒，碘，鉻

和鉬[50]。很多人認為微量營養素主要分佈在水果和蔬菜，很多都的確是，但它們也存在

於各種真實食物裡頭。例如胡蘿蔔，通常被認為富含維生素 A 的食物，它每 100 克含有

13,790 國際單位，但 100 克雞肝含更多(14,378 國際單位的維生素 A)。牛奶也被認為是高

鈣食物，每 100 克含 113mg 鈣，但 100 克沙丁魚含有 382mg（3 倍多）。要注意的是維生

素 A，D，E 和 K 是脂溶性故必須與一些脂肪一起食用，以便人體能吸收這些維生素。 



 

 

以下是日常食品的例子表，這些符合每日 低必需維生素攝取量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它是

一天三餐中一餐的 低需要量。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需要吃所有提出的食品，但顯示了各種包含各

自維生素的真實食品[50]： 

維生素  一個成人 
最低攝取量 

例 
食品 1 

例 
食品 2 

例 
食品 3 

維生素 A 800 微克 34 克 
煮菠菜 

2 克 
油炸羊腎 

36 克煮 
羽衣甘藍 

維生素  B6 1.4 毫克 80 克 
烤火雞 100 克開心果 100 克五花肉 

維生素  B12 2.5 微克 3 克 
油炸羊腎 

21 克切達 
乳酪起司 

75 克煎雞蛋 
（1 大） 

維生素  C 80 毫克 11 克柿子椒 23 克 
蒸西蘭花 42 克山莓 

維生素  D 5 微克 11 克烤鯡魚 20 克 
烤鮭魚 

42 克吞拿 
魚罐頭 

維生素  E 12 毫克 11 克葵花籽 16 克杏仁 30 克松子 

維生素  K1 75 微克 7 克生菠菜 43 毫升橄欖油 48 克蘆筍 

硫胺素(B1) 1.1 毫克 40 克巴西堅果 45 克五花肉 62 克煙熏 
三文魚 

核黃素(B2) 1.4 毫克 5 克烤沙朗牛排 7 克油炸羊腎 122 克全脂 
希臘優格 

菸酸(B3) 16 毫克 18 克烤金槍魚 22 克 
油炸羊腎 

70 克波托貝洛 
蘑菇 

葉酸(B9) 200 微克 22 克毛豆 40 克蘆筍 42 克生菠菜 

生物素  (B7) 50 微克 8 克雞肝 23 克葵花籽 26 克杏仁 

泛酸(B5) 6 毫克 74 克葵花籽 134 克火腿 
奶酪煎蛋 170 克香菇 

 



 

 

以下是日常食品的例子表，這些符合每日 低必需的礦物質攝取量的三分之一，這意味著

它是一天三餐中一餐的 低需要量。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需要吃所有提出的食品，但顯示了各

種包含各自礦物質的真實食品[50]： 

礦物質 
一個成人 

最低攝取量 
例 

食品 1 
例 

食品 2 
例 

食品 3 

鈣  800 毫克 32 克切達 
乳酪起司 

44 克沙丁魚 
罐頭 

55 克炒 
豬腰 

磷  700 毫克 37 克 
油炸羊肝 

43 克 
炒秋葵 

68 克 
烤醃魚 

鎂  375 毫克 22 克巴西堅果 24 克南瓜子 
82 克 

炒秋葵 

鈉  2,400 毫克 50 克煙熏 
三文魚 57 克烤醃魚 74 克切達 

奶酪起司 

鉀  2,000 毫克 171 克生的 
菠菜 

260 克鱷梨 67 克 
開心果 

氯  800 毫克 54 克煙熏 
三文魚 62 克烤醃魚 80 克切達 

奶酪起司 

鐵  14 毫克 17 克 
幹海帶 

55 克炒豬腰 64 克油炸 
羊肝臟 

鋅  10 毫克 34 克芝麻籽 40 克炒羊肝 53 克 
炒豬腰 

銅  1 毫克 3 克油炸 
羊肝 

6 克生牡蠣 6 克 
幹海帶 

錳  2 毫克 17 克生的 
胡桃 11 克生榛子 3 克薑粉 

硒  55 微克 13 克熟蟹 22 克新鮮的 
金槍魚 

31 克烤 
沙丁魚 

碘  150 微克 4 克 
生紫菜 

30 克 
烤鱈魚 

50 克 
清蒸鱈魚 

鉻  40 微克 100 克南瓜子 15 克大蒜 100 克西蘭花 

鉬  50 微克 66 克豌豆 66 克扁豆 100 克生杏仁 

 



 

 

 圖上的兩個主要群體（大圓圈內）反映食物在大自然的原始形態。上半球裡的食物，如雞

蛋，奶酪，魚，肉和堅果大多是脂肪和蛋白質，這使人類能夠滿足其最低必需攝取的脂肪和蛋

白質。食物，如馬鈴薯，米，豆類，蔬菜和水果，大多是碳水化合物。吃真實食物的生活方式

圖裡左側的食物碳水化合物密度最高，右邊的碳水化合物密度最低，因此很容易找出適當的碳

水化合物。  
 左右上角的兩組是應該喝的飲料和應該用於烹調的油。飲料應盡可能自然如白開水，全脂

鮮乳，不加糖的茶和咖啡。烹調油應富含單元不飽和或飽和脂肪，如牛油（黃油），椰子油和

橄欖油，以減少因加熱形成的有毒化合物。 
 一旦滿足脂肪，蛋白質和微量元素的 低需要量後，個人則有靈活性和自由度去吃任何真

正的食物，使自己保持健康。有些人可能會發現，一個低脂肪的真正食物使他能保持個人健

康，但同樣地其他人可能會發現，高脂肪真正食物使他能保持個人健康。只要遵守真正食物生

活的原則而且能保持個人健康，應該不要有任何偏見至於何種真正的食物能維護個人健康。個

人健康的定義是： 
1.腰圍男性小於 90 公分（35.5 英寸）；女性小於 80 公分（31.5 英寸）。 

2.空腹血糖小於 100 mg/dl。 

3.血壓收縮壓低於 140 毫米汞柱；舒張壓小於 90 毫米汞柱。 

4.空腹三酸甘油脂小於 150mg/dl。 

5.空腹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男性高於 40mg/dl;女性大於 50mg/dl。 

如果五個項目中有三個或更多的是超出範圍，這意味著有代謝症候群，不能說是保持個人健

康。代謝症候群定義是按照國際糖尿病聯合會（IDF）的加上 NICE 建議的更新版血壓數據

[51][52]。如果有人發現自己不再是保持個人良好的健康的話他應回歸並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

重新獲得個人良好的健康，並應考慮遵循吃真正食物的生活方式來減重，這在本報告後面有介

紹。雖然人類有 少能量需要量以保持個人良好的健康，吃真正食物的生活方式不建議計算卡

路里。相反，為了健康生活，我們建議遵循以下三個重點： 

1.吃真正的食物，直到您滿足為止。這些食物是天然地營養密集，幾乎未被加工過，因此會滋

養你也會滿足飢餓感。 

2.盡可能避免假的食物，這些食品已經從它們天然狀態被添加了糖，加工油和營養素，所以不

滋養你也不會滿足飢餓感。 

3.每天要多做你喜歡做的活動。無論是快步走樓梯或做劇烈運動，這有助於改善心血管健康，

情緒和睡眠。以下是一些常見的真正食物例子： 

1。脂肪和蛋白質：雞蛋，沙丁魚，鯖魚，鮭魚，牛肉，雞肉（連皮），羊肉，豬肉，肝，

腎，心臟，鱷梨，橄欖，全脂奶酪，全脂憂格，奶油，杏仁，下威以豆，巴西堅果，核桃。                 

2。碳水化合物：西蘭花，菠菜，四季豆，青椒，蕃茄，蘑菇，菜花，西葫蘆，洋蔥，胡蘿

蔔，南瓜，藍莓，草莓，蘋果，橙子，檸檬，歐洲防風草，豆類，馬鈴薯，發酵麵包。                     

3。飲料：水，茶，花草茶，水果茶，咖啡，全脂鮮奶，全脂奶油。 

4。油：牛油，黃油，椰子油，酥油，鵝油，豬油和冷壓橄欖油。 

以下是一些常見的假食物的例子： 

1.脂肪和蛋白質：低脂奶酪，低脂優格，調味醬，調味堅果，罐裝鮮奶油。 

2.碳水化合物：含糖穀類，精製麵包，精製麵條，薯片，餅乾，糕點，乾果。 

3.飲料：含糖飲料，果汁，低脂牛奶，含糖奶昔，預包裝冰沙。 

4.油：葵花油，玉米油，菜油，大豆油和芥花油。 



 

 

吃真正食物的生活方式的一個星期可能是如下： 
 

 
 

早餐  中餐  晚餐  小吃  活動  

星期一  全脂希臘優格

加堅果和漿果 

鮭魚加綠豆 

加煮馬鈴薯 

咖哩雞和 

花椰菜 

芹菜塗 

杏仁醬 

20 分鐘 

肌力訓練 

星期二  青魚炒番茄 扁豆湯 茄片夾肉加 

烤西葫蘆 

夏威夷豆 20 分鐘 

中午散步 

星期三  全脂希臘優格

加堅果和漿果 

歐姆蛋加生菜

和橄欖油 

培根包雞塞奶

油起司和塗牛

油的青花椰菜 

橄欖 4 分鐘有氧 

間歇訓練 

星期四  杏仁粉和亞麻

籽烤餅加黃油

和藍莓 

鱷梨和 

蝦沙拉 

加香醋 

培根包雞塞奶

油起司和塗牛

油的青花椰菜 

桃子 20 分鐘 

肌力訓練 

星期五  草莓和 

不加糖的 

椰子片 

自製奶油 

蔬菜湯 

用椰子油拌炒

海鮮和秋葵 

巴西堅果 20 分鐘 

中午散步 

星期六  炒雞蛋和 

培根炒蘑菇 

罐頭金槍魚和 

菜豆沙拉 

加橄欖油 

自製牛肉醬與

西葫蘆意大利

麵條 

杏 4 分鐘有氧 

間歇訓練 

星期日  全脂希臘優格 

加堅果和漿果 

烤雞，馬鈴薯 

和蔬菜 

自製 

蘑菇湯 

山核桃 公園或郊外 

散步 1 小時 

 
結論：吃真正食物的生活方式是有個人彈性的一種方法，並接受各種真正食物飲食方式

可以用來保持個人身體健康。為了提高英國的公眾健康，公共衛生協會建議全國民衆按

照吃真正食物的生活方式吃真正的食物，避免假食品並每天多活動。 



 

 

減重的建議
 
目前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HS) 的減肥建議是根據國家健康和保健研究院(NICE) 的指南, 其中聲明

每天少吃 600 卡路里（即，飲食含有 600 卡路里少於個人需要保持相同體重），或通過降低脂肪含量

（低脂肪飲食）減少熱量，在加上專家支持和密切的追蹤”[8]。 

這些指導方針於 2006 年成立之後 10 年都未被全面更新，儘管越來越多的隨機取樣對照實驗(營養

學最可靠的研究模式)證據表示其他飲食改變方式對減肥和整體健康狀況都比較有效。 

自 2006 年以來已經出現了 4 項統合分析來比較隨機取樣對照模式的低碳水化合物飲食和目前推薦的計

算熱量的低脂肪飲食，看它們對減重的影響。 
第一項是 2008 年 8 月肥胖研究和流行病學中心在肥胖評論雜誌刊登，結論是“這個系統分析表

明，在降低體重和心血管疾病風險方面，相較於低脂肪飲食，低碳水化合物/高蛋白質飲食在 6 個月時

更有效，6 個月到 1 年為止兩種飲食都一樣有效。我們需要更多的證據和更長期的研究來評估這些飲食

的長期心血管益處。“[53] 
四年後，在同一雜誌對有關以上研究結論追蹤的調查結果為：“低碳水化合物飲食被證明對體重

和主要的心血管危險因素有良好的效果，但是對長期健康的影響是未知“。[54] 
第二個具體分析結果發表在 2013 年 10 月在英國營養學雜誌其結論是“目前統合分析表明，相較

於分配到低脂肪飲食的個案，分配到非常低碳水化合物生酮飲食的個案達到顯著更多的長期體重減

輕，舒張壓和三酸甘油脂降低，以及更多的 LDL 和 HDL 升高;因此，非常低碳水化合物生酮飲食可以是

對抗肥胖的替代工具。除了血液心血管危險因素之外的優點值得進一步的研究。“[55] 
第三個具體分析結果發表在 2015 年 10 月在 PLOS ONE 其結論為：“與低脂肪飲食相比，低碳水

化合物飲食看起來實現更多的體重減輕而且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預測風險降低更多。”[56] 
後，2016 年 2 月第四個具體分析發表在英國營養學雜誌，其發現“6 個月至 2 年的飲食治療

後，與低脂肪飲食相比，吃低碳水化合物飲食的受試者實現了顯著更大的減肥效果，更多的三酸甘油

脂降低和更多的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上升“。[25] 
這些分析的共同信息是：對減重和一些心血管危險因素而言，低碳水化合物飲食是顯著比較好。

然而，這些文章通常建議應進行更多的研究來看這些低碳水化合物飲食是否長期來說安全的。公共衛

生協會表明，已經有足夠的時間來下結論，吃到飽低碳水化合物飲食確實是長期對健康有益而且安全

的。 
我們對目前國家健康和保健研究院(NICE) 和國民保健服務(NHS) 的減重建議主要關注的是:只有建

議一個項目，儘管科學證據一再表明吃到飽的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LCHF）飲食對減重更有效而且改

善整體心血管疾病風險更多。這點在 2015 年 12 月有被哈佛公共衛生學校營養部門發表在 Lancet 雜

誌，此分析回顧 53 個研究涉及 68128 人次，並得出結論“相較於類似積極程度的飲食方式，隨機對照

實驗證據不支持低脂肪飲食的長期減重效果比其它飲食方式更佳。也發現”減重研究中，高脂肪的減

重飲食比低脂肪的飲食效果更好“。 [57] 
隨著這種擔憂公共衛生協會搜索所有已發布的科學文獻尋找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LCHF)飲食比較

低脂肪飲食的隨機對照實驗（RCT）。我們找到 53 個隨機對照實驗，這些實驗相比每天總碳水化合物

攝取量少於 130 克，總脂肪攝取量大於 35％（總卡路里）的 LCHF 飲食與計算卡路里，總脂肪攝取量

少於 35％（總卡路里）的低脂肪飲食，實驗時間至少一個月 長達兩年。我們發現 53 個實驗當中，

五個表明目前推薦的低脂肪飲食有更好的減重效果，但是 5 個都沒有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兩個實驗

顯示相同的減重效果， 後 46 個實驗表明，LCHF 飲食的減重效果更好，其中 26 個有達到統計學意義

[58]。 
該 LCHF 飲食的有益健康的結果比低脂肪飲食多三倍。LCHF 飲食的平均建議總脂肪攝取量為約 65

％，平均建議碳水化合物攝取量為 10％。因此，根據營養學 可靠的研究，建議吃到飽的 LCHF 飲食



 

 

是在於減重和改善健康指標方面比當前 NICE 指南的計算熱量低脂肪飲食更有效。NICE 可能有所顧

慮，目前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士的知識和經驗，可能不足以在整個 NHS 內來執行 LCHF 飲食。然而，一

些專業人士已經根據目前的 NICE 指南在建議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執行這種生活方式以個體化碳水化合物

的攝取量[42]。 
我們的創始成員之一，大衛·昂溫醫師(Dr. David Unwin)在紹斯波特(Southport) 諾伍德（Norwood）

診所行醫，他發表了關於 LCHF 飲食的好處數據。他的團隊在 2016 NHS 領導貢獻獎（Leadership 
Recognition Awards） 近獲得年度革新能手獎（Innovator of the Year）。昂溫醫師顯著改善了患者

的健康狀況而且相較於他當地臨床區域的平均值，第 2 型糖尿病藥物方面他每年少花費£45000[59] [60] 
[61]。全英國所有 9400 個診所都能這麼做的話單單糖尿病藥物方面就每年能省掉超過£4 億。這種方法

也會無疑地對胰島素阻抗相關的其他疾病，例如非酒精性脂肪肝，多囊卵巢症候群，心臟病，某些癌

症和阿爾茨海默氏病有健康和經濟效益[27] [28] [ 29] [30] [31] [32]。 
 

依據以上科學證據公共衛生協會建議，英國的減重指引應包括吃真正食物吃到飽的低碳水

化合物高脂肪飲食，因為這方法是安全有效的。  
 
 
 
 
 
 
 
 
 
 
 
 
 
 
 
 
 
 
 
 
 



 

 

 

-公共衛生協會的減重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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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科學證據吃真正食物的生活方式－減重版主要建議低碳水化合物飲食並食用真正的食物(Real 

Food)。這意味著總碳水化合物攝取量應減少到每天小於130 克,包括每天30 克的膳食纖維[41][62]。吃

的碳水化合物應主要來自非澱粉類蔬菜, 如菜花,西蘭花和西葫蘆以及高纖維的水果,如覆盆子,黑莓和鱷

梨。食品中的碳水化合物和纖維的含量可在大多數食品標籤上或在超市網站上查得到,讓這樣的建議可

輕鬆實現。 

一般來說只要選擇非澱粉蔬菜和高纖維的水果,應該不需要計算或稱量碳水化合物攝取量。想要減

肥的人應要注意堅果,因為雖然它們是非常健康的食物,我們很容易吃過頭,而且它們可能含有高量的碳水

化合物。比如每100 克腰果含有26.5 克碳水化合物。因此建議一天堅果攝取量不應超過100 克,這大約是

一個手握住的量。然而,它們富含纖維:每100 克杏仁中含有7.4 克纖維,即建議每日攝取的30 克纖維的近

三分之一,所以想要減重的人應該食用杏仁。 

對於從當前的計算熱量低脂肪飲食轉換到吃真正食物的生活方式來減肥的人來說這種方法聽起來

可能令人望而生畏。轉換到這種生活方式之前首先考慮自己為什麼要減肥而變得更健康，因為有足夠

的“理由”，你將想盡辦法克服任何困難取得成功。這個原因可能是因為只是想瘦下來去度假，或者

因為希望與子女奔波時不要上氣不接下氣。一旦你想好了這個理由,就把它寫在一張紙上或空白名片上,

其原因應該是清晰,簡潔和個人化。然後,把這張紙放在你 常使用的信用卡上,這樣每次購物時會想起為

什麼要減肥,變得更健康。我們稱此為個人目的信用卡,你可用它來幫助你專注個人的努力,並鼓勵你實現

自己的理想體重。 

值得注意的是,轉換到"吃真正食物的生活方式" 時一小部分的人在第一或第二個星期可能會略有無

力感。這是由於身體正在適應減少利用來自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來燃燒以產生快速能量同時改用脂肪

提供能量。一旦身體變得習慣於這種變化疲勞將消退,而能量水平恢復正常。在此期間,要確保每天食用

5 克鹽,這大約是一平整茶匙的鹽。這是因為,所建議的真實的食物不含很多鈉。一個簡單的方法是灑三

分之一茶匙的鹽在每一餐上。 

減重的真正食物生活方式的輔助焦點就是每天多活動。如果頭兩個星期你感覺稍微無力，那麼建

議不要過於活躍，純粹專注於飲食，直到疲勞感停止。如果像多數人，你不覺得疲勞，從一開始就可

以多活動。這並不意味著做劇烈運動，而是用 舒適的方式多動自己的身體。這可能是走樓梯來代替

坐電梯，或在午餐時間20分鐘的步行。一旦達到一個基礎身體適能時可以考慮更劇烈的活動如騎自行

車，跑步，游泳，健身班或團隊運動。可以嘗試不同的活動，直到你找到一個特別愉快的方法。 

 

 

 



 

 

一個星期的減重版真正食物生活方式可能是如下： 

 早餐 中餐  晚餐  活動 

星期一  
全脂希臘優格 

加堅果和漿果 
鮭魚加綠豆 

咖哩雞 

和花椰菜 

20 分鐘 

肌力訓練 

星期二  青魚炒番茄 
豬肝,培根, 

洋蔥湯 
茄片夾肉加 

烤西葫蘆 

20 分鐘 

中午散步 

星期三  
全脂希臘優格 

加堅果和漿果 

歐姆蛋加 

生菜和橄欖油 

培根包雞塞奶油 

起司和塗牛油的 

青花椰菜 

4 分鐘有氧 

間歇訓練 

星期四  
杏仁粉和亞麻籽烤

餅加黃油和藍莓 
鱷梨和蝦沙拉加

香醋 

沙朗牛排加 

花椰菜,菠菜 

和蒜泥 

20 分鐘 

肌力訓練	

星期五  

草莓和不加糖 

的椰子片 

自製奶油 

蔬菜湯 
用椰子油拌炒海

鮮和秋葵 

20 分鐘 

中午散步	

星期六  
炒雞蛋和培根炒

蘑菇 
魚罐頭沙拉和橄

欖油 
自製牛肉醬與 

西葫蘆意大利麵條 

4 分鐘有氧 

間歇訓練	

星期日  
全脂希臘優格 

加堅果和漿果 

烤雞加非澱粉類

蔬菜 
自製蘑菇湯 

公園或郊外 

散步1 小時 

 
上述表是一個例子，應該要把它個人化來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例如每天不一定要三餐加小吃，

因為我們建議吃到滿足飢餓感為止，而且只有餓的時候才吃。一個人可能每天 2 餐加一次小吃，而其

他人可能每天 1 個大餐和一些小吃。這就是為什麼上表中沒有任何份量的大小，因為飽足感和飢餓感

是因人而異。 
 
 
 
 
 
 
 
 



 

 

如果一個人有遵循這種生活方式，至少一個月後，體重完全沒有減輕的話，要探索兩個領域： 
睡眠和壓力 

睡眠和壓力可以顯著地互相影響。人們有壓力時可能會睡不好,而睡不好使他們壓力更大。這種惡

性循環也可以通過24 小激素週期(稱為晝夜節律)影響體重[63]。 簡單的減輕壓力,改善睡眠方法是多活

動。無論是帶狗散步,在公園騎腳踏車或與朋友足球比賽,多活動可改善身體各種機能因此對減肥很重

要。如果更多活動是不可行的話,減少壓力的另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冥想(靜坐)[64]。這是在各地的許多

瑜伽課程中常見的做法。 

總碳水化合物的攝取量  

減重版真正食物生活方式的 初建議是吃真正食物的低碳水化合物飲食，這意味著總碳水化合物

的攝取量應降低到每天小於130克。如果每天攝取130 克以下的碳水化合物一個月後,體重都沒有減輕的

話建議進一步降低總碳水化合物的攝取量到每天低於50 克,即非常低碳水化合物飲食[41]。如果再過一

個月後,還是沒有減重的話,那麼建議去找全科醫師以尋求其他方法。 

結論：減重版真正食物生活方式已被目前 可靠的營養學模式證明是 有效的減重和減少

心血管疾病風險的方法。這並不是說其他的減重措施都無效，但這是第一個要嘗試的。為了比

目前的方法更有效地減少肥胖和過重率公共衛生協會建議英國選擇減重版真正食物生活方式作

為減重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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